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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獎項 姓名 疾病名稱 

1 金榜題名 蔡○達 黑尿症 

2 金榜題名 陳○圖 成骨不全症 

3 金榜題名 李○寬 成骨不全症 

4 金榜題名 黃○維 多發性硬化症 

5 金榜題名 吳○諭 軟骨發育不全症 

6 金榜題名 胡○碩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

7 金榜題名 黃○軒 馬凡氏症 

8 金榜題名 鄭○恬 馬凡氏症 

9 金榜題名 廖○翊 雷伯氏遺傳性視神經病變 

10 金榜題名 郭○軒 假性副甲狀腺低能症 

11 金榜題名 蘇○萱 馬凡氏症 

12 金榜題名 林○如 紫質症 

13 金榜題名 廖○辰 鎖骨顱骨發育異常 

14 金榜題名 邱○貽 重型海洋性貧血 

15 金榜題名 凃○綺 外胚層增生不良症 

16 金榜題名 祁○儀 DiGeorge 症候群 

17 金榜題名 吳○珊 成骨不全症 

18 金榜題名 何○郡 Gitelman 氏症候群 

19 金榜題名 鍾○禕 威爾森氏症 

20 金榜題名 邱○仁 威爾森氏症 

21 金榜題名 林○竑 遺傳性痙攣性下身麻痺 

22 金榜題名 李○萱 威爾森氏症 

23 金榜題名 王○芳 戊二酸尿症 

24 金榜題名 陳○芳 神經纖維瘤症候群第二型 

25 金榜題名 葉○嘉 遺傳性表皮分解性水皰症 

26 金榜題名 戴○宇 McCune Albright 氏症候群 

27 金榜題名 張○容 成骨不全症 

28 金榜題名 周○軒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

29 金榜題名 吳○晏 遺傳性表皮分解性水皰症 

30 金榜題名 涂○宸 苯酮尿症 

 



2022 罕見疾病獎助學金 

金榜題名獎學金 得主 共 52 位    第 2 頁/共 2 頁 

 

序 獎項 姓名 疾病名稱 

31 金榜題名 陳○青 重型海洋性貧血 

32 金榜題名 林○行 裘馨氏肌肉失養症 

33 金榜題名 林○恩 阿拉吉歐症候群 

34 金榜題名 饒○庭 愛伯特氏症 

35 金榜題名 林○揚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

36 金榜題名 洪○涵 Von Hippel-Lindau 症候群 

37 金榜題名 程○月 成骨不全症 

38 金榜題名 潘○哲 DiGeorge 症候群 

39 金榜題名 羅○享 成骨不全症 

40 金榜題名 蔡○榆 結節性硬化症 

41 金榜題名 鄭○仟 特發性或遺傳性肺動脈高壓 

42 金榜題名 簡○弘 面肩胛肱肌失養症 

43 金榜題名 邱○詠 萊伯氏先天性黑矇症 

44 金榜題名 謝○慈 苯酮尿症 

45 金榜題名 辜○芸 McCune Albright 氏症候群 

46 金榜題名 鄭○恩 馬凡氏症 

47 金榜題名 李○安 進行性家族性肝內膽汁滯留症 

48 金榜題名 廖○量 多發性硬化症 / 泛視神經脊髓炎 

49 金榜題名 黃○民 DiGeorge 症候群 

50 金榜題名 姜○亞 性聯遺傳型低磷酸鹽佝僂症 

51 金榜題名 孫○霖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

52 金榜題名 陶○妡 毛毛樣腦血管疾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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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進修助學 蔡○于 軟骨發育不全症 

2 進修助學 何○玲 多發性硬化症 

3 進修助學 楊○芳 Nemaline 線狀肌肉病變 

4 進修助學 蘇○菻 Meleda 島病 

5 進修助學 張○馨 遺傳性表皮分解性水皰症 

6 進修助學 黃○蘋 先天性靜脈畸形骨肥大症候群 

7 進修助學 江○庭 粒線體缺陷 

8 進修助學 吳○儀 重型海洋性貧血 

9 進修助學 許○謙 面肩胛肱肌失養症 

 




